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男子甲組 禢景榮 循道衛理 舊墟 阮鄭夢芹 孫方中

56分 (3金) 56分 (2金) 44分 36分 28分

男子乙組 舊墟 黃建常 舊墟寶湖 循道衛理 教院賽小

74分 31分 29分 27.5分 26分

男子丙組 舊墟 循道衛理 舊墟寶湖 教院賽小 孫方中

41分 25分 23分 22分 18分

女子甲組 孫方中 舊墟寶湖 阮鄭夢芹 循道衛理 舊墟

57分 46分 45.5分 42分 36分

女子乙組 舊墟寶湖 教院賽小 孫方中 舊墟 循道衛理

69分 38分 35分 33分 26分 (1金)

女子丙組 阮鄭夢芹 孫方中 舊墟寶湖 舊墟 教院賽小

48分 34分 32分 18分 17分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 - 2013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成績

2012年12月13 - 14日　　　大埔運動場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徐慶凱 葉天朗 梁永靖 林頌康 鍾峻軒 梁承昕 徐展祺 徐嘉希

阮鄭夢芹 孫方中 循道衛理 孫方中 埔浸小 舊墟寶湖 循道衛理 新梁省德

7.88 8.760 8.832 8.867 8.961 9.103 9.142 9.186 9.275

100米 薛煒樑 陳學俊 李榮傑 翁溢倫 李鎧宇 彭紹清 黎津銘 張韡興

聖母聖心 黃建常 循道衛理 田家炳千禧 埔浸小 循道衛理 阮鄭夢芹銀禧 阮鄭夢芹

12.38 14.307 14.330 14.562 14.581 14.652 14.813 15.150 15.305

200米 羅浩揚 石皓權 何子朗 陳朝陽 俞志浩 楊汶軒 蔡瑋霖 章子傑

禤景榮 舊墟 阮鄭夢芹銀禧 循道衛理 教院賽小 舊墟寶湖 孫方中 黃建常

26.35 29.852 29.880 30.415 30.430 30.847 31.576 31.843 32.430

400米 伍君浩 梁珀珩 張敏謙 梁浩源 李育林 謝偉晃 黎諾軒 黃諾銘

舊墟 舊墟 阮鄭夢芹銀禧 新梁省德 禤景榮 黃建常 保田家炳 孫方中

1:01.70 1:08.773 1:09.532 1:09.787 1:09.865 1:12.141 1:12.653 1:15.278 1:20.037 

跳高 劉智豪 方偉豪 高弘 李育林 劉家謙 何彥俊 蔡瑋霖 徐慶凱

禤景榮 阮鄭夢芹 教院賽小 禤景榮 舊墟寶湖 舊墟寶湖 孫方中 阮鄭夢芹

1.52 1.33米 1.30米 1.30米 1.27米 1.24米 1.24米 1.24米 1.21米

跳遠 李榮傑 石子為 何卓霖 鍾穎樂 鍾煒城 梁承昕 徐展祺 程港傑

循道衛理 舊墟 教院賽小 吳禮和 埔浸小 舊墟寶湖 循道衛理 禤景榮

4.94 4.04米 3.80米 3.80米 3.77米 3.77米 3.76米 3.75米 3.75米

鉛球 張志峰 張世顯 何梓朗 黃譯祺 戴旭安 潘浩喜 宋文聖 陳柏霖

黃建常 阮鄭夢芹銀禧 教院賽小 循道衛理 禤景榮 阮鄭夢芹 舊墟寶湖 孫方中

10.77 8.26米 7.61米 7.41米 7.38米 7.23米 7.21米 7.20米 7.19米

壘球 羅浩揚 古浩銘 曾海龍 張偉賢 詹富鈞 梁浩源 蘇孝賢 曾浩暉

禤景榮 阮鄭夢芹 黃福鑾 黃福鑾 吳禮和 新梁省德 舊墟 禤景榮

57.58 42.42米 36.23米 36.08米 35.59米 34.40米 34.37米 33.56米 32.66米

4 x 100米接力 循道衛理 禤景榮 舊墟 孫方中 阮鄭夢芹 新梁省德 阮鄭夢芹銀禧 埔浸小

52.88 55.955 57.792 58.096 58.358 58.573 59.506 59.600 1:00.368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 - 2013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個人成績

2012年12月13 - 14日　　　大埔運動場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林鎰謙 張榮耀 葉智熙 王竣鴻 陳柏祈 陳卓謙 唐瀚林 古弢

舊墟 教院賽小 孫方中 黃建常 循道衛理 循道衛理 孫方中 阮鄭夢芹

8.82 9.45 9.53 9.54 9.71 9.72 9.75 10.00 10.04

100米 陳毅成 黃卓祺 呂尚勳 李瑋霖 李軍樂 黎駿希 林佳康 冼文傑

舊墟 黃建常 阮鄭夢芹銀禧 聖母聖心 田家炳千禧 舊墟寶湖 禤景榮 蔡衍濤

13.63 15.17 15.27 15.37 15.40 15.47 15.94 15.95 16.53

200米 李梓齊 吳文迪 鄺嘉榮 陳健弘 郭建希 莊梓培 Prebble, Thomas 蘇卓廉

舊墟 舊墟 黃建常 舊墟寶湖 阮鄭夢芹 循道衛理 康樂園 孫方中

27.22 30.63 30.84 32.02 33.20 33.45 33.68 33.75 35.05

跳高 鄺嘉榮 李梓齊 梁樂言 羅錦泳 朱頌揚 蘇家豪 沈長豪/黃梓陽

黃建常 舊墟 教院賽小 舊墟寶湖 阮鄭夢芹 聖母聖心 田家炳千禧/循道衛理 ----

1.30 1.18米 1.15米 1.09米 1.06米 1.03米 1.03米 1.03米

跳遠 陳玉麟 李啓聰 吳文迪 呂尚勳 徐月明 唐瀚林 李希朗 陳柏祈

舊墟 新梁省德 舊墟 阮鄭夢芹銀禧 禤景榮 孫方中 舊墟寶湖 循道衛理

4.63 3.51米 3.48米 3.43米 3.41米 3.41米 3.29米 3.27米 3.22米

壘球 李軍樂 林潤锋 莊梓培 歐熾匡 張標永 張浚樂 伍海恒 袁一郎

田家炳千禧 阮鄭夢芹 循道衛理 循道衛理 黃建常 聖母聖心 埔官 教院賽小

40.36 30.90 26.76 23.85 23.24 22.31 21.53 21.11 20.12

4 x 100米接力 舊墟 舊墟寶湖 教院賽小 聖母聖心 孫方中 康樂園 循道衛理

58.57 58.932 1:02.441 1:02.678 1:02.76 1:03.942 1:04.296 1:04.305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 - 2013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個人成績

2012年12月13 - 14日　　　大埔運動場

----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馬希偉 Skoglund, Nicolai 鄭卓林 蔡劍波 陳昊天 冼樂軒 陳卓熙 劉卓堯

循道衛理 康樂園 舊墟寶湖 保田家炳 吳禮和 教院賽小 黃福鑾 教院賽小

8.53 9.692 9.833 10.017 10.037 10.078 10.193 10.232 10.283

100米 陳浩澤 伍均晞 梁鍵浠 黎若曦 黃俊銘 蘇樂樂 陳育俊 李樂希

新梁省德 舊墟 聖母聖心 阮鄭夢芹銀禧 教院賽小 阮鄭夢芹 循道衛理 舊墟寶湖

14.39 15.836 15.967 16.102 16.116 16.131 16.327 16.456 16.490

跳遠 伍均晞 陳煒皓 冼樂軒 張力行 胡希正 張寧峰 羅子翔 趙雲

舊墟 舊墟 教院賽小 孫方中 舊墟寶湖 孫方中 阮鄭夢芹銀禧 吳禮和

3.76 3.30米 3.30米 3.27米 3.19米 3.17米 3.13米 3.10米 3.06米

4 x 100米接力 舊墟 循道衛理 舊墟寶湖 孫方中 教院賽小 新梁省德 聖母聖心 黃建常

1:01.14 1:04.345 1:05.411 1:05.853 1:05.948 1:06.236 1:06.287 1:06.446 1:07.141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 - 2013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個人成績

2012年12月13 - 14日　　　大埔運動場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馬熙潼 黎杏紋 胡玥婷 蘇卓瑤 潘曉思 陳海晴 楊力恩 陳嘉晞

孫方中 阮鄭夢芹 孫方中 舊墟寶湖 舊墟寶湖 聖母聖心 循道衛理 阮鄭夢芹

8.78 9.362 9.422 9.425 9.455 9.502 9.572 9.666 9.791

100米 何穎君 陳宛豫 黃麗安 梁靖彤 霍穎姿 羅詠嵐 林綺婷 邵子恩

舊墟寶湖 黃建常 田家炳千禧 孫方中 新梁省德 埔官 舊墟寶湖 教院賽小

13.67 14.731 14.803 14.860 14.921 15.111 15.251 15.403 15.657

200米 廖穎桐 楊芷琳 姜曉琳 張詠然 謝靈 李芷晴 黎心薇 陳天韻

舊墟 聖母聖心 新梁省德 阮鄭夢芹 阮鄭夢芹 舊墟寶湖 循道衛理 黃建常

28.03 31.355 31.596 31.935 32.030 32.103 32.277 32.838 33.167

跳高 蘇羨琪 冼樂瑤 張艾如 吳樂兒 謝靈 陳凱欣 吳芷瑩 陳海晴

舊墟 教院賽小 舊墟寶湖 教院賽小 阮鄭夢芹 舊墟 循道衛理 聖母聖心

1.32 1.27米 1.27米 1.18米 1.15米 1.15米 1.12米 1.12米 1.09米

跳遠 馬熙潼 楊力恩 張詠然 陳宛豫 潘曉思 黃潔 李征芹 林綺婷

孫方中 循道衛理 阮鄭夢芹 黃建常 舊墟寶湖 埔浸小 孫方中 舊墟寶湖

4.06 3.77米 3.60米 3.59米 3.57米 3.53米 3.52米 3.40米 3.37米

鉛球 陳曉桐 何心怡 曾敏慧 梁凱詠 林思岐 梁伊廷 蘇雪 彭筠婷

循道衛理 阮鄭夢芹 孫方中 舊墟 循道衛理 阮鄭夢芹銀禧 孫方中 教院賽小

8.55 6.33米 6.05米 6.01米 5.96米 5.94米 5.60米 5.48米 5.46米

壘球 邵子恩 張曉諾 余淨藍 張曉彤 黃樂程 陳嘉晞 楊芷琳 范小婕

教院賽小 循道衛理 教院賽小 循道衛理 孫方中 阮鄭夢芹 聖母聖心 新梁省德

42.88 34.73米 31.50米 30.70米 30.32米 30.00米 28.77米 27.80米 26.90米

4 x 100米接力 聖母聖心 孫方中 舊墟寶湖 舊墟 阮鄭夢芹 黃建常 循道衛理 田家炳千禧

57.80 59.318 59.438 59.486 1:00.231 1:00.298 1:00.628 1:01.27 1:01.96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 - 2013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個人成績

2012年12月13 - 14日　　　大埔運動場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黃可彤 楊進妮 張善欣 江曉雯 郭芷婷 林穎嘉 余文娟 謝蕾霞

孫方中 孫方中 舊墟寶湖 阮鄭夢芹 教院賽小 循道衛理 埔浸小 埔浸小

9.09 9.890 9.943 10.038 10.092 10.202 10.208 10.368 10.552

100米 廖穎彤 黃穎姿 賴詠希 鄺芷茵 陳卓琳 鍾善瑜 黃梓盈 李昕言

循道衛理 田家炳千禧 教院賽小 舊墟寶湖 舊墟寶湖 阮鄭夢芹 孫方中 舊墟

14.29 15.435 15.480 15.561 15.813 15.933 16.017 16.132 16.526

200米 黃悅程 陳煒嵐 朱棹熒 何紀璇 鄧凱瑤 陳茜儀 Christensen, Victoria 廖君兒

舊墟寶湖 舊墟 阮鄭夢芹銀禧 阮鄭夢芹 舊墟寶湖 黃建常 康樂園 阮鄭夢芹

29.80 31.901 33.357 34.110 34.390 34.911 35.066 35.443 35.948

跳高 梁惠慧 邱悠 陳茜儀 梁茵 黃英如 吳汶曦 黃可彤 黃梓盈

教院賽小 舊墟寶湖 黃建常 舊墟 循道衛理 舊墟 孫方中 孫方中

1.25 1.10米 1.10米 1.10米 1.07米 1.01米 1.01米 0.98米 0.95米

跳遠 謝蕾霞 Parris, Fleur 郭芷婷 謝婥瑗 林穎嘉 溫文怡/張寶怡 黃悅程

埔浸小 康樂園 教院賽小 舊墟寶湖 循道衛理 埔官/禤景榮 --- 舊墟寶湖

3.79 3.43米 3.39米 3.32米 3.25米 3.13米 3.12米 3.06米

壘球 李嘉慧 黃穎慇 余文娟 倪倩瑩 賴姵而 羅少柔 陳楚妤 謝希雯

舊墟寶湖 黃建常 埔浸小 教院賽小 孫方中 舊墟 阮鄭夢芹銀禧 舊墟寶湖

32.07 21.34米 20.08米 19.65米 18.23米 18.02米 17.85米 17.82米 17.68米

4 x 100米接力 舊墟寶湖 舊墟 阮鄭夢芹 孫方中 教院賽小 循道衛理 黃建常 田家炳千禧

1:00.71 1:02.172 1:04.217 1:04.571 1:04.921 1:05.34 1:06.008 1:06.372 1:06.845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 - 2013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個人成績

2012年12月13 - 14日　　　大埔運動場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李淳昕 徐惠祺 姚蒨縈 徐嘉泳 李潼欣 陳曉情 鍾傲君 梁穎桐

阮鄭夢芹 舊墟寶湖 循道衛理 舊墟 黃建常 舊墟 吳禮和 教院賽小

8.67 10.122 10.213 10.485 10.495 10.510 10.763 10.796 10.937

100米 張家穎 龍旻靖 林欣慧 陳皓靈 周彩蕎 溥雪君 張可怡 梁冠起

阮鄭夢芹 教院賽小 孫方中 舊墟寶湖 阮鄭夢芹 孫方中 舊墟寶湖 阮鄭夢芹銀禧

15.13 15.661 16.336 16.832 16.940 16.955 17.087 17.258 17.468

跳遠 林欣慧 黎樂兒 張家穎 龍旻靖 鄭穎詩 方嘉敏 李淳昕 趙芷攸

孫方中 保田家炳 阮鄭夢芹 教院賽小 孫方中 舊墟寶湖 阮鄭夢芹 舊墟寶湖

3.58 3.23米 3.22米 3.18米 3.12米 3.02米 3.00米 3.00米 2.91米

4 x 100米接力 阮鄭夢芹 舊墟寶湖 孫方中 舊墟 循道衛理 黃建常 教院賽小 田家炳千禧

1:03.95 1:05.492 1:07.241 1:08.208 1:08.213 1:08.818 1:09.023 1:10.295 1:10.392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 - 2013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個人成績

2012年12月13 - 14日　　　大埔運動場


